
设计好服装，
也安置好生活

她们是职场上的风云人物，
她们是家庭生活的中流砥柱。
她们在事业上冲锋陷阵， 英姿飒

爽，
她们在生活中真诚友善， 温柔贤

惠。
一手托起风生水起的职场，
一手托起和谐美满的家庭，
她们是如何优雅地驾驭这种高难

度的平衡的？
三八节前夕，
劳动午报记者走近一拨全国五一

巾帼标兵的身边，
一边探访她们的职场，
一边探访她们的生活———

03

劳
动
者
周
末

专
题

2019年
3月9日
星期六

责
任
编
辑

杨
琳
琳

版
式
设
计

王
巍

版
式
校
对

吉
言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在 ——————新新时时代代新新作作为为新新篇篇章章

走基层与职工同行

一
手
托
起
美
丽
职
场

一
手
托
起
美
好
生
活

李海燕

□本报记者 边磊 文/摄

碧海怡景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李海燕学计算机出身， 不过在北京碧海怡景
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她做过很多岗位。 设计、 会
计、 行政……无论在哪个岗位， 她都兢兢业业 ，
性格开朗热情的她， 不但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
而且使公司形成了团结和谐、 蓬勃向上的氛围。

在项目工程部工作时， 她起早贪黑， 没有节
假休息日， 每天天不亮就已经在各工地之间来往
穿梭。 李海燕常说， 园林绿化建设是城市的脉搏，
建设园林化城市， 就能保护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
展。 她的目标就是打造 “空气清新、 环境优美、
生态良好、 人居和谐” 的自然园林城市。

去年， 李海燕带领她的团队申办了国家高新
企业， 同年荣获 “国家高新企业” 证书， 为公司
又取得了一项荣誉。 她善于用学到的理论知识和
在项目上的经验， 带领团队日以继夜地自主研发
了48项国家专利， 其中“生态垃圾桶”的项目专利，
其特点是智能高效、绿色环保、分类处理，从研发到
投入市场，做到了“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 处理，
践行了国家大力倡导的生态环保理念。

她还从无到有， 帮助企业拿下一级资质， 并
且每年斩获园林绿化行业大奖。

在工作上的孜孜不倦， 让她对孩子有些许歉
疚， 但孩子的成长经常让她感到骄傲。

7岁半的女儿有超高的情商， 有在5分钟之内
与人成为朋友的能力。 “有些事情， 她的班主任
都不知道， 她都知道。 开始我们以为是她瞎说，
后来发现， 女儿说的每一件事儿最后都被证实是
真的了！” 李海燕说。 4岁半的儿子更是让李海燕

骄傲。 2岁刚会说话时， 李海燕发现儿子对汽车感
兴趣， 于是给孩子买了一本车型车标的书， 没过
多久她发现，小区地下车库的车儿子全都认识了。

“身教胜于言传吧， 我的自我评价还是比较
开朗外向的， 不会斤斤计较， 所以孩子性格开朗，
是我特别欣慰的。” 李海燕说。

孩子的成长经常有令她意外的瞬间。
有段时间她给儿子报了个课程， 一天晚上 ，

儿子突然说： “妈妈， 我想给爷爷洗脚。” 当时，
爷爷还有点不好意思。 李海燕本以为这只是一次
作业。 让她没想到的是， 第二天晚上， 儿子又说：
“爷爷， 我还要给你洗脚。” 后来有一天， 要睡觉
了， 儿子突然说： “哎呀妈妈， 我忘了一件事情，
我忘了给爷爷洗脚！”

过完春节这两天， 孩子的爷爷还没回北京 ，
李海燕的舅妈帮忙带孩子。 有一天， 儿子突然说：
“舅姥姥， 我可以帮你洗锅， 也可以帮你洗碗， 这
样可以让你更轻松一点。”不过第二天，儿子说：“我
又忘了，对不起啊舅姥姥。”舅妈说：“这么懂事的孩
子， 再苦再累有这么一句话我什么都不想了！”

李海燕说， 孝敬父母长辈， 是我们日常觉得
很顺理成章的事情， 可能我们的做法给孩子留下
了印象， 所以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影响。

好的生活态度
可以感染孩子

朱雅楠

□本报记者 白莹 文/摄

大华时尚设计总监

前不久， 播出的电视连续剧 《你和我的倾城
时光》， 想必还有很多人对女主设计师的人设念念
不忘， 剧中造型感十足的着装品位， 更是现实中
女性朋友的着装搭配教材。 然而， 记者采访到的
这位却有着不一样的 “时尚经”。

现任大华时尚设计总监的朱雅楠 ， 2010年 ，
从北京服装学院一毕业， 便加入到了这个曾经将
衬衫做到极致的匠心老店———北京大华时尚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参加工作的第一年， 她就放下架
子， 沉下心到生产一线苦学苦练生产技术， 从一
名普通的缝纫车间工人做起， 逐一熟悉衬衫生产
的各项环节， 经过最基层的实践磨炼， 她的设计
知识更加扎实， 为她后来严谨务实的设计风格与
工作作风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来到大华， 在
她心里， 一直有一个梦———续写大华梦。

2011年，她手捧第七届cocoon杯中国国际女装
设计师大奖赛金奖，还远赴意大利欧洲设计学院深
造，学成归来的她，满怀热忱重回大华时尚。 2013
年， 大华时尚这座 “衬衫王国” 上市了“PURE鄄
TOUCH”（触摸生活）和“无咎” 两个新品牌。

据朱雅楠描述， 为了沿袭 “衬衫文化” 并将
个性化定制发挥到极致， 大华时尚以追求真诚和
自我价值的积极奢侈为目标， 成立了高级男装定
制品牌———“无咎”， 通过三维量体、 立体剪裁和
符合国际化TPO规则的私人定制设计 ， 裁剪出
“分厘必较” 的匠人工艺。

在2016北京时装周的首秀上， 大华时尚把传
统元素的运用中注入现代元素， 于经典设计的传
承中融汇东西方气质之美， 以传承经典、 融合创

新为理念， 从最新原创设计作品集中释放时尚的
“洪荒之力”。 三大品牌“PURE TOUCH—汲”、“天
坛·新—吉”、“无咎—极”相互辉映，呈现了现代时
尚与传统文化的有机交融景象，“PURE TOUCH”
品牌更是获得2016北京时装周最佳原创设计奖。

在2017北京时装周上， 朱雅楠和设计师团队
的小伙伴们再度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研究， 并结
合现代时尚风格， 探求服装设计的灵感。 期间，
他们深度挖掘北京本土文化元素景泰蓝，用景泰蓝
的 “泰” 度表达PURE TOUCH品牌独有的时尚
“泰 ” 度 ，最终确定了走秀主题———“泰 ” 度 。
PURE TOUCH· “泰” 度作为2017北京时装周闭
幕压轴大秀， 成功荣获2017紫禁城品牌大奖。

如今， 朱雅楠已经是3岁孩子的母亲， 谈起家
庭， 她抿了抿嘴唇， “其实， 做设计师是体力和
脑力并存的行业， 我的老公特别支持我， 即使我
经常会加班， 他也不会有怨言， 主动承担起家务，
谢谢他。” 她还分享了一个故事。 记得当年结婚
时， 自己当设计师， 身为医生的老公， 酷爱摄影，
便做起了摄影师。 那时， 每个周末他们都去拍外
景， “身边拍摄婚纱照的新人， 都说我们是一道
风景线呢。” 朱雅楠说。 2017年末， 朱雅楠荣获了
大华时尚 “爱岗敬业标兵”。 2018年被评为 “时尚
工匠”， 今年被评为“全国五一巾帼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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